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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引言及方法 

1. 《对粮农组织在非洲能力建设活动评价的管理层回应的后续行动报告》核查程

序，旨在加强评价对全组织学习和绩效的贡献。核查程序遵循计划委员会的要求，即

在评价完成两年之后，针对某些后续行动报告，由未参与评价工作或评价建议后续行

动实施的独立顾问对报告进行核查。 

2. 核查程序1包括：(i) 对粮农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工作人员进行访谈；(ii) 通过视

频会议和电话对非洲各分区域办事处和国家代表处工作人员进行访谈；(iii) 在粮农组

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和分区域办事处举行工作人员焦点小组讨论；(iv) 对粮农组织总部

工作人员进行访谈以及(v) 与能力建设部门间工作组（IDWG）举行焦点小组讨论。此

次核查，在粮农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分区域办事处和国家办公室组织焦点小组讨论

2 次，访谈 27 人；在罗马总部访谈 31 人，其中 16 人参加了部门间工作组的焦点小组

讨论（参见附件 1）。 

3. 深入分析能力建设进程带来的影响，过程既复杂又需要时间，衡量能力建设进

展的工作具有挑战性。核查程序主要根据工作人员对粮农组织正在非洲开展的能力建

设活动的学习和理解，形成反馈意见，寻找自评价执行以来能力建设活动的改进依据。

核查结果分两大部分进行阐述：(i) 对核查程序的重点介绍，如后续行动报告中 B 部分

和 C部分所述；(ii) 对全面挑战及前进方向的简短战略性讨论，这部分内容源自核查中

进行的大量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核查报告还将为管理层提供信息，帮助其明确需要

改进的领域，以提高未来的影响力。 

B. 对照建议，评估已取得的成绩 

4. 核查报告认同对《管理层回应》实施情况的全面分析（后续行动报告 B 部分）。

自评价执行以来，粮农组织已在能力建设提供方面做出巨大努力，包括制定战略、指

导方针和培训材料（主要来自粮农组织总部各部门）。这种努力同样也针对其他补充

性核心职能（伙伴关系、政策、知识管理与性别问题）。尽管建议的实施正在缓慢落

实，大多数受访者指出，支持能力建设的努力需要人力和财力资源保证，同时高级管

理层应保持高度参与。受访者还强调有必要加强监测工作，对已取得的成绩进行跟踪，

促进掌握良好做法、分享经验、汲取教训。多数受访的利益相关者（在粮农组织总部

和各下放办事处）同意将能力建设理解为粮农组织长期目标之一，认为能力建设应在

新的战略框架和全组织优先重点中得到反映。 

                                                 
1 验证核查工作由外部独立顾问 Paul Thangata 先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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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强非洲各权力下放办事处。这部分反映在建议 9 中。核查小组发现，对能力

建设，国家层面各下放办公室与粮农组织总部各团队的观点趋同，均表示能力建设是

工作重心之一，应在各下放办公室和团队的负责下，着重落实和支持能力建设进程与

目标。权力下放部门和粮农组织总部的工作人员一致认为，能力建设将有助于利益相

关者有效高效地履行其责任。工作人员们重视成员国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强调对需

求的认识能够改进工作人员自身和利益相关者的绩效。粮农组织工作人员同时表示，

他们认可在非洲促进能力建设进程中得到的经验，并在访谈和文件审查过程中提供了

多个实例，以此作为对进程和挑战进行分析的依据。作为一个组织，粮农组织依然受

到政府利益相关者的信任与支持。这种信任对确保能力建设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和产生

积极的改变必不可少。对这部分工作级评定为可忽略不计，因为尽管粮农组织正在为

加强权力下放实施重要变革，但受访者感到，从促进能力建设规划与实施看，在国家

层面的变革尚未显现成效。 

6. 调整能力建设规划，采用一系列新的能力建设工具和做法。这部分反映在建议

1.1－1.3、3、4、6 和 7.3－7.4 中。粮农组织能力建设方法已开始纳入国家层面的规划

和权力下放指导方针（国别规划框架、项目周期、国别工作计划），这可以从粮农组

织国别规划内部协作中可以得到证明。2012 年 2 月，粮农组织启动有效国别规划

（ECP）培训，以加强内部能力建设，从而支持国别规划框架的设计与制定。 

7. 大多数受访的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认为，国别规划框架是粮农组织强化能力建

设有效性和影响力的重要平台，但国别规划框架目前仍未显示出对能力建设重点及活

动的系统性包容。具体的培训模块已得到开发，以便在国家层面促进能力建设工作的

开展并提高监测能力。然而培训模块还应根据对能力建设培训和支持的需求进行的系

统评估，更好地协调有效国别规划培训，有条不紊地推广到各权力下放办公室。核查

所得结论是，尽管能力建设指导方针和工具的开发已经取得显著成绩，能力建设重点

也已更加系统地纳入粮农组织主要规划指导方针和框架，但至今尚无证据表明，在非

洲区域，新的能力建设工具和做法已获得系统性采用和吸收。 

8. 能力建设伙伴关系的变化。这部分反映在建议 5 和 7.1－7.2 中。就能力建设专

门知识而言，粮农组织享有良好声誉，而这一声誉资本应得到坚决维护。核查工作注

意到，粮农组织以几种创新的方式在区域内和跨边界、跨区域范围开展了能力建设活

动。在各国家办公室的能力建设相关举措中，对能力建设的支持显而易见，其程度类

似于对性别问题的关注。然而事实也清楚地表明，由于自身并不掌握大规模能力建设

活动资源，为扩大影响，粮农组织必须确保对能力建设的努力从整体上融入伙伴关系

策略和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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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能力建设方面的员工发展。这部分反映在建议 1.4、1.5 和 9.2 中。核查工作认

为，内部工作人员能力发展是能力建设的首要需求，可以促使工作人员具备相应能力，

更好地为外部利益相关者与合作伙伴提供支持或与之携手合作，开展能力建设活动。

粮农组织已开发一系列具体的能力建设培训材料和培训计划，但目前培训工作尚未在

非洲全面展开。在所有分区域，已举办的多个能力建设交流分享活动有助于加强沟通

并提高对能力建设战略作用的认识。在能力建设中，提高领导力是保障和指导变革的

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一切能力建设举措的关键所在。粮农组织管理层已支持举办了多

次“有效领导力与管理基础培训”，培训涉及从 G 级到 P 级的工作人员，更多学习活

动和领导才能发展培训目前正在进行。在非洲的所有访谈中，受访者对此都给予积极

反馈，认为领导力与管理课程有利于他们深入理解和掌握粮农组织各工作领域的能力

建设。非洲区域的培训人数已超过其他区域。加强能力建设工作需要结合对软技能的

强化，特别是领导力和管理技能，与此相关的课程已显现成效。 

10. 工作人员发展和能力建设有着和“鸡与蛋的问题”类似之处，即承担外在能力

建设需要具有内在的能力。内部工作人员发展是在国家层面实施高质量能力建设支持

的核心组成部分。目前的培训计划应当以一种策略性和协调性的方式进行，从而加强

粮农组织工作人员内在能力发展的有效性，支持不同领域的能力建设需求，软技能

（不仅是技术培训）对此作用尤其关键。在内部工作人员发展机会与外部能力建设问

题之间建立明确的联系，将有益于整个粮农组织的能力建设工作。 

11. 粮农组织工作人员和顾问职位描述和绩效评价的调整。这部分反映在建议 2 中。

关于建议 2，在整个访谈过程中，核查小组几乎没有获得相关信息，所以无法做出任

何恰当的评论，只能认可诸如制定能力建设框架、将能力建设活动纳入绩效评价及监

测体系（PEMS）的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之中。高级管理人员在访谈中声明他们对该领域

工作予以支持。 

12. 促进有关材料在非洲的发放和更新。这部分反映在建议 8 中。受访者认为，粮

农组织书籍、出版物和其他能力建设材料的发放应更具针对性。权力下放办公室对出

版部门和责任技术部门的发放请求是一种以需求为驱动的方式，可作为能力建设跟踪

工具，监测谁是粮农组织能力建设材料的使用者。此外，一项能力建设需求评估将有

助于粮农组织的能力建设举措准确契合伙伴及成员国的优先重点。 

C. 主要挑战 

13. 实施建议的主要挑战来自能力建设工作的长期性特点。加强能力建设工作重心

和活动所带来的影响与益处，需要更长的时间周期才能得到体现。《后续行动报告》

及《核查报告》仅能反映在过去两年中所取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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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多数受访者认为，以能力建设为重心的监测、评价和问责程序对粮农组织至关

重要。在他们看来，目前这些程序尚未得到应有的发展和系统化。能力建设部门间工

作组已建立一个系统，参照全组织能力建设战略对能力建设进展进行监测。这一举措

得到管理层和粮农组织各部门的支持，并已实施两次（2011年 8月和 2012 年）。但其

他举措（尤其在各权力下放办公室）并未得到系统地跟进与分享，工作人员希望对以

往能力建设举措保持更加经常化的后续行动。由于资源限制，粮农组织常常不能落实

对各项举措的后续行动，从而无法掌握粮农组织自身能力建设举措在国家实施中的潜

在影响力，并导致粮农组织在不同地区能力建设的失败教训。 

15. 改进的交流网络、知识分享和学习对扩大能力建设活动的益处不容忽视。记录

能力建设相关活动并在组织内进行交流分享，对粮农组织未来产生积极影响力具有潜

在作用。这种努力也能改善信息和资源的获取，在适当的时机为能力建设及相关问题

提供适当的支持。 

对照建议，核查程序采用分级方式 

建议 建议采纳分级* 解释 

1. 建议能力建设部门间工作组（IDWG）

采取措施，确保粮农组织工作人员和伙

伴对能力建设和粮农组织在其中的作用

有一个共同的概念性理解。 
正在实施 

尽管已取得显著成绩，而且多数粮农组

织工作人员对能力建设已有更深入的理

解，但大部分能力建设工作和举措仍主

要由知识交流、研究及推广办公室

（OEKC）协调领导，而非粮农组织的

其他部门和粮农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 

2. 建议高级管理层在部门间工作组的指导

下，将能力建设纳入宗旨、工作计划和

所有规划工作人员的职位描述。 

后续行动 

有限 

尽管将能力建设纳入能力框架的工作已

经开始，但仍未进入官方领域。就绩效

评价及监测体系而言，对能力建设的采

纳似乎有限。 

3. 建议高级管理层在部门间工作组的指导

下，审查并在必要时修订粮农组织的系

统，以提高能力建设举措的有效性和可

持续性。 

充分实施 

尽管已将能力建设重点系统地纳入规划

指导方针、工具和框架，但对实施情况、

全面参与方式和伙伴关系是否或已在多

大程度上得到落实进行评估却为时尚早。 

4. 建议部门间工作组制定并由高级管理层

实施针对项目和计划的指导方针，强调

有效的能力建设做法，如有利于增强主

人翁意识、可持续性和伙伴关系的参与

方式。 

后续行动 

有限 

建议 4与建议 3密切相关，但更多地反

映了实施方面。由于相关内容仍处于初

始阶段，所以对此建议的评级较低。 

5. 建议粮农组织高级管理层确保工作人员

（尤其是权力下放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和

粮农组织代表）进一步重视他们在非洲

能力建设活动中的伙伴关系。 

正在实施 

针对伙伴关系指导和实施制定策略及开

发工具的工作已取得良好进展。与建议 3

和建议 4中所提及的相似，系统已经具

备，但利用和实施仍然处在计划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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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议粮农组织工作人员进一步重视国家

能力发展，推动政策分析和实施。 

正在实施 

近期的评估着重于粮农组织在粮食和农

业政策中的作用与工作，同时强调国家

层面的政策工作与权力下放的推进相结

合。核查报告认为这种做法对该优先重

点领域具有积极作用。 

7. 建议粮农组织工作人员优先考虑并推动

成功的能力建设举措、方法和规范性产

品的总结和传播。 

后续行动 

有限 

尽管在粮农组织总部和各权力下放办公

室都有一些良好实例，说明能力建设做法

的掌握、分享、利用和监测/跟踪，但实例

与工具仍未系统化，同时缺乏有效性。 

8. 建议粮农组织高级管理层立即采取措

施，改善粮农组织非洲能力建设材料的

发放和更新。 

后续行动 

有限 

发放系统需要从一种供应驱动模式转变

为更具有目标性并由需求驱动。对发放

情况的跟踪也应得到改进。 

9. 建议粮农组织加大对其在非洲权力下放

办公室的能力投资，大力参与农业、林

业和渔业部门的能力建设，并响应非洲

成员国新出现的需求。 

后续行动 

有限 

尽管粮农组织推进和重视权力下放工

作，但权力下放办公室工作人员依然指

出，不断减少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是粮农

组织在许多领域改进工作所面临的主要

困难之一，包括技术领域的能力建设。 

* 建议采纳分级： 

充分实施、正在实施、后续行动有限、无后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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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核查程序中约见/访谈的利益相关者名单 

粮农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RAF），加纳阿克拉 

序号 姓名 部门/职务 

1. Helena Semedo 女士 助理总干事/非洲区域代表 

2. Justin Chisenga 先生 评价办公室及后续报告联络单位 

3. Abisola Alaka 女士 高级行政官员 

4. Stepanka Gallatova 女士 涉农产业及基础设施官员 

5. Joachim Laubhouet 先生 高级实地计划官员 

6. Kwami Dzifanu Nyarko Badohu 先生 技术合作计划计划官员 

7. Me Maria Zimmermann 粮农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顾问 

8. James Tefft 先生 高级政策官员 

9. Musa Saihou Mbega 先生 分区域协调员－西部非洲分区域办事处/粮农组织驻

加纳代表 

西部非洲多学科小组：焦点小组讨论 

无 Musa Saihou Mbega 先生 分区域协调员－西部非洲分区域办事处/粮农组织驻

加纳代表 

10. Fernando Salinas 先生 林业官员 

11. Brahim Kebe 先生 作物生产及保护官员 

12. Dramane Coulibaly 先生 顾问 

13. Mohamed Dhinbil 先生 顾问 

14. Nadia Nsabimbona 女士 沟通交流顾问 

粮农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工作人员：焦点小组讨论 

15. Koffi Amegbeto 先生 粮食系统经济学家 

16. Solomon Mkumbwa 先生 政策顾问 

17. Cheikh Ly 先生 动物生产与卫生官员 

18. Ruhiza Boroto 先生 水资源高级官员 

19. Athifa Ali 女士 农村就业青年专业人员计划  

20. Ada Ndeso-Atanga 女士 林业顾问 

粮农组织总部（HQ），意大利罗马 

序号 姓名 部门/职务 

21. Stephen Rudgard 知识能力促发展科科长 

22. Sally Berman 知识能力促发展科能力建设官员 

23. Richard China 政策及计划制定司司长 

24. David Phiri 政策援助支持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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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Vito Cistulli 政策援助支持处高级政策官员 

26. Aleksandra Zamberlin 政策援助支持处计划官员 

27. Manuela Allara 植物生产及保护司计划专家 

28. Mike Robson 植物生产及保护司信息系统管理人员 

29. Steve Dembner 出版政策及支持科科长 

30. Emma McInerney 交流、伙伴关系及宣传办公室联络官员 

31. Neal Pronesti 交流、伙伴关系及宣传办公室联络官员 

32. Mina Dowlatchahi 实地计划协调及绩效监测科科长 

33. Diego Recalde 实地计划协调及绩效监测组高级实地计划监测员  

34. Hélène Sow 实地计划协调及绩效监测科实地计划官员 

35. Daniel Gustafson 权力下放支持办公室主任 

36. Yves Klompenhouwer 权力下放支持办公室高级协调官员 

37. Christiane Monsieur 性别、平等及农村就业司教育专家 

38. Libor Stloukal 性别、平等及农村就业司人口政策官员 

39. Sibyl Nelson 性别、平等及农村就业司性别问题官员 

40. Hélène Jasinski 人力资源支持处处长 

41. Alison Holmes 人力资源办公室人力资源官员 

42. Manoj Juneja 副总干事（运作） 

43. Steve Katz 知识管理及图书馆服务科科长 

44.  姚向君 知识交流、研究及推广办公室主任 

45. Jon Fernandez de Larrinoa 交流、伙伴关系及宣传办公室项目协调员 

46. Anna Maria Pastore 交伙、伴关系及宣传办公室联络官员 

47. Jennifer Nyberg 副总干事（知识）高级顾问 

48. Eriko Hibi 战略、规划及资源办公室高级战略及规划官员  

49. Annabella Kaminker 战略、规划及资源办公室战略及规划官员 

50. Rachel Sauvinet Bedouin 评价办公室高级评价官员 

51. Lori Bell 评价办公室评价官员 

粮农组织分区域办事处和国家办公室（非洲）－通过视频和电话会议访谈 

序号 姓名 部门/职务 

52. Dan Rugabira 粮农组织驻肯尼亚代表 

53. Gaoju Han 分区域协调员－南部非洲分区域办事处 

54. Perpetua Katepa Kalala 高级政策官员－南部非洲分区域办事处 

55. Aubrey Harris 高级渔业官员－南部非洲分区域办事处 

56. Jean Karamanzi 粮食安全官员－南部非洲分区域办事处 

57. Edward Kilawe 林业官员－南部非洲分区域办事处 

58. Lamourdia Thiombiano 分区域协调员－中部非洲分区域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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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部门间工作组：焦点小组讨论 

序号 姓名 部门/职务 

59. Margareta Blum 研究及推广科农业培训官员 

无 Yves Klompenhouwer 权力下放支持办公室高级协调官员 

无 Eriko Hibi 战略、规划及资源办公室高级战略及规划官员  

60. Elisabetta Carfagna 统计司高级统计师 

61. Enrica Carosella 人力资源支持处经济学家 

62. Richard Moon 人力资源支持处人力资源官员 

63. Ilaria Sisto 性别、平等及农村就业司性别与发展官员 

64. Tina Farmer 统计及信息处技术编辑 

65. Calvin Miller 农村基础设施及涉农产业司高级官员 

无 Diego Recalde 实地计划协调及绩效监测组高级实地计划监测员 

66. Genevieve Braun 投资中心司司长办公室计划官员 

67. Guenther Feiler 政策援助支持处农业政策支持官员 

68. Adam Gerrand 气候、能源及地权司自然资源官员 

69. Fred Kafeero 森林经济、政策及产品司林业官员 

70. Astrid Agostini 投资中心司司长办公室高级顾问 

无 Manuela Allara 植物生产及保护司计划专家 

71. Dominique DiBiase 执行及资源筹集处高级计划官员 

无 Sally Berman 知识能力促发展科能力建设官员 

72. Patrick Kalas 知识能力促发展科能力建设官员 

73. Rosana Frattini 知识能力促发展科信息管理专家 

无 Stephen Rudgard 知识能力促发展科科长 

74. Cecilia De Rosa 投资中心司司长办公室教育专家 

75. Maria Grazia Rocchigiani 知识能力促发展科能力建设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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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建议与意见表 

管理层的回应 后续行动报告（2012 年 8 月） 

评价提出的建议 同意采取的行动 管理层已采取的行动 针对计划、政策和程序 

已采取的行动结果 

建议 1 

建议能力建设部门间工作

组（IDWG）采取措施，确

保粮农组织工作人员和伙

伴对能力建设和粮农组织

在其中的作用有一个共同

的概念性理解。 

1.1 通过提高认识活动，向整个粮农组织

工作人员明确能力建设的含义，以及粮农

组织将采用的方法。 

1.2 在粮农组织内部广泛传播全组织战略。 

1.3 提供简短且浅显易懂的介绍，概述主

要原则及应用实例。 

就能力建设和知识管理，2011 年举办了区域交

流分享活动（东部及南部非洲、中部及西部非

洲、亚洲及欧洲）。 

另举办多个提高认识活动，如粮农组织代表研 

讨会、林业管理会议以及粮农组织－欧盟计划研 

讨会。 

为常驻代表举办了非正式研讨会（见已同意采取

的行动 3.1）。 

开发能力建设门户网站及内网，为粮农组织能力

建设计划、工具和指导方针提供全面信息。 

广泛发放和传播关于提高全组织战略认识的简

册、招贴、介绍性学习模块以及关键信息。 

粮农组织工作人员已经对能力

建设和粮农组织在其中的作用

形成共识。2010－11 两年期

结束时，全组织能力建设战

略获得批准。一项对粮农组

织工作人员的调查显示，大

约 15%的能力建设产品和服

务已遵照该战略实施。 

 1.4 根据需求评估，设计一个适合的培训

计划，加强粮农组织在能力建设方面的工

作能力。 

1.5 针对专职人员和非专职人员提供能力

建设培训，特别是针对权力下放办公室工

作人员。 

2009 年，一项全组织范围的学习需求评估确定

能力和技能是保证粮农组织成为良好能力建设伙

伴的决定因素。评估发现需要四个学习模块，并

完成对模块的详细评估。 

四个学习模块之中，三个已经公布，另外一个正

在开发中。 

针对不同类型的粮农组织工作人员以及他们所需

要的技能和能力，已设计出一套全组织能力建设

学习计划和一个专门针对非洲区域办事处的 

计划。 

为涉及粮农组织－欧盟粮食安全计划的工作人员

举办试点培训课程。 

学习计划出台。 

通过试点培训课程，粮农组

织－欧盟粮食安全计划采用

了更好的能力建设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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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当前效力 针对管理层回应取得的成绩 依据 评论意见 

建议仍高度相关。部门间

工作组对粮农组织的能力

建设活动起到重要监测作

用，其成员在各自部门充

当能力建设大使的角色。 

1.1和 1.5:已举办数次提高认识活动及培训; 

有效国别规划（ECP）培训班在国别规划

框架（CPFs）；管理与领导基础课程和

能力建设交流分享活动中提高工作人员能

力。能力建设方法已在不同程度上纳入指

导方针、手册及培训支持材料。 

1.2：广泛传播粮农组织全组织能力建设

战略，非洲区域权力下发工作人员已在不

同程度上对此形成认识。 

1.3：能力建设电子学习材料可通过网络

及光盘和硬拷贝形式获得。 

1.4：在粮农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已开展

一项需求评估，粮农组织东部非洲分区域

办事处也对本地区所有粮农组织工作人员

进行了一次技能检查。 

领导才能与管理基础培训报告； 

交流分享活动报告； 

计划于 10 月 24 日在粮农组织东部非洲分区域

（亚的斯亚贝巴）举办交流分享活动； 

提高对能力建设认识的简册； 

能力建设门户网站（正在筹备中）； 

《全组织能力建设战略》（PC106/2）； 

所有工作人员可共同分享能力建设电子学习材料； 

粮农组织－欧盟粮食安全计划涉及国家（尤其在

突发事件地区）已参加培训。 

各权力下放办公室与粮农组

织总部团队对能力建设的观

点趋同，都将能力建设视为

工作重点之一，认为能力建

设将有助于利益相关者有效

高效地履行义务。 

有必要在各核心职能和各技

术领域之间加强培训机制的

协调。 

评价提出的建议 管理层同意采取的行动 后续行动报告中管理层已采取的行动 针对计划、政策和程序 

已采取的行动结果 

建议 2 

建议高级管理层在部门间

工作组的指导下，将能力

建设纳入使命、工作计划

和所有规划工作人员的职

位描述。 

2.1 颁布指导方针，从而使能力建设系统

地纳入所有相关技术官员的职责和绩效评

价及监测体系中。 

2.2 在职位描述和职位空缺公告中充分说

明最低水平的能力建设实地经验，确保其

成为区域和分区域办事处必不可少的职位

要求。 

2.1 正在进行的工作分类描述项目包括制定指导

方针，将能力建设纳入绩效评价及监测体系。 

2.2 职位分类描述项目正在将对最低能力建设实地

经验的要求纳入粮农组织职位描述及空缺公告。 

无 

 

 

无 

 2.3 确保良好能力建设所需的能力充分反

映在粮农组织的能力框架中。 

2.3 粮农组织能力框架于 2011 年底完成，包括有

效能力建设所要求的全部行为能力。 

实施计划仍在制定中。 

无 

 2.4 审查《责任和关系通函》，将能力建

设新重点纳入其中。 

2.4 通函于 2011年 4月获得批准，清楚地概述了所

有权力下放办公室在能力建设中的作用及职责。 

一份关键的全组织通函为能

力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全组织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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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当前效力 针对管理层回应取得的成绩 依据 评论 

建议有效。《2012－2013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中包

括具体的能力建设活动 

2.1 和 2.2：新举措已处于实施前规划的最

后阶段，造成延误的原因是粮农组织近期

启动的变革。 

2.3：能力框架开发始于 2010 年。 

 《全组织人力资源战略的实施》

（FC104/11）：财务委员会第一四 O届会议 

 《全组织能力建设战略》（PC106/2） 

 粮农组织《责任与关系通知》，2011 年 4 月

15 日出台 

受访工作人员同意在未来两

年期的实施工作中，此建议

应为优先重点领域，同时着

重于职位描述和绩效评价及

监测体系。 

评价提出的建议 管理层同意采取的行动 后续行动报告中管理层已采取的行动 针对计划、政策和程序 

已采取的行动结果 

建议 3 

建议高级管理层在部门间

工作组的指导下，审查并

在必要时修订粮农组织的

系统，以提高能力建设举

措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针对这项建议的行动很大程度上在建议 4

下进行。 

3.1 确保粮农组织的政策和程序允许中/长

期能力建设规划，在所有项目和计划中解决

诸如设计、持续时间、规模和方式等问题。 

能力建设作为一项“有利的”联合国规划原则，

恰当地反映在国别规划指导方针中。国别规划框

架指导方针专门在国家层面促进更好的能力建

设：1) 因为国别规划框架使一国能够在优先重点

领域规划有效的能力建设；2) 国别规划框架周期

通常为三到五年，与国家规划周期相吻合；3) 各

国可以对自身的能力需求进行评估并将它们纳入

国别规划框架。 

作为联合国国别规划原则中两项扶持性原则之

一，能力建设已纳入新项目周期指导方针从制定

到报告的所有阶段。 

通过“有效国别规划(ECP)”学习举措，国别规划

框架与新项目周期已普及到整个非洲区域的粮农

组织工作人员。额外的培训和支持正在计划中。 

技术合作计划项目指导方针已采纳新的、全面结合

能力建设原则的全组织报告形式(事后评估工具)。 

能力建设纳入所有全组织国

别规划进程和指导方针，非

洲区域的粮农组织工作人员

工作能力得到一定提高。 

 3.2 确保粮农组织的权力下放计划和规划

过程,尤其是国家中期优先重点框架和(分)

区域重点领域，能够充分考虑能力建设。 

注：国家中期优先重点框架（NMTPF）

已由国别规划框架（CPF）取代。 

在制定国别规划框架中优化对能力建设的指导，

并将其纳入国别规划框架指导方针。 

2012 年，在非洲各分区域办事处，定期提供一

份能力建设指导注释，并将注释纳入有效国别规

划学习举措。 

能力建设纳入所有全组织国

别规划进程和指导方针，非

洲区域的粮农组织工作人员

工作能力得到一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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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区域，伙伴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定期参加安

排优先重点次序的会议。 

 3.3 审查基于结果的框架中包含能力建设举

措的情况，同时考虑到能力建设的长期性。 

许多战略目标小组在《2012－2013 年工作计划

和预算》和《2014－2017 年中期目标计划》提

出新的能力建设重点。 

战略目标小组和工作计划均

包含新的能力建设重点。 

建议的当前效力 针对管理层回应取得的成绩 依据 评论 

建议具有相关性，因为能力

建设活动的有效性和可持续

性需始终保持加强。然而，

目前审查能力建设的可持续

性还为时尚早，首先应记录

粮农组织的能力建设举措

（如建议 7 中所强调的）。 

3.1 和 3.2：在能力建设进程中，权力下放

办公室应起主要作用，提高在技术和政策

领域、计划和项目实施、知识管理及构建

伙伴关系方面的能力（通过国别规划框架

的开发）。 

3.3：在《2012－2013 年工作计划和预

算》中已明确强调能力建设。 

国别规划框架制定指南； 

《权力下放办公室网络的结构和运作》

（CL144/15）； 

新的技术合作计划项目指导方针和工作人员培训。 

此建议的部分内容在其他建

议项下也有所涉及（如建议

4），同时可参考建议 1 项下

的核查评论。 

评价提出的建议 管理层同意采取的行动 后续行动报告中管理层已采取的行动 针对计划、政策和程序 

已采取的行动结果 

建议 4 

建议部门间工作组制定并

由高级管理层实施针对项

目和计划的指导方针，强

调有效的能力建设做法，

如有利于增强主人翁意

识、可持续性和伙伴关系

的参与方式。 

4.1 确保改进后的能力建设方法得到充分

重视和关注，在粮农组织计划和项目中得

到相应实施，并反映在粮农组织的战略框

架中。特别确保工作人员认识到修订后的

计划和项目指导方针的重要性并遵循这些

方针。 

在经过审查的战略框架中，能力建设作为一种核

心职能得到充分反映。 

2011 年 1 月，粮农组织为常驻代表举办了一次非

正式研讨会，参加者包括粮农组织副总干事及其

他多名管理人员。研讨会介绍了全组织战略，回

应了讨论中提出的关注点及感兴趣的问题。 

2011 年 5 月，由粮农组织副总干事牵头，启动

了全组织能力建设战略并通过环球网络直接传输

到各权力下放办公室。 

部门间工作组支持新战略框架的开发，确保能力

建设关注纳入新的战略目标。 

工作人员关于能力建设战略

的认识普遍提高，粮农组织

能力建设方法进一步融入战

略框架。 

 4.2 作为粮农组织在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

下国别规划的五大战略和跨领域原则之

一，粮农组织需要将能力建设视为一个基

本组成部分，以保证联合国共同国别规划

的包容性方法。这将通过下列方式实现： 

新项目周期指导方针已完成制定，有效国别规划

学习计划（ECP）正在展开。 

能力建设作为一项“有利的”联合国规划原则，在

‘国别规划指导方针－政策与原则’中得到体现，

并在有效国别规划学习计划活动中得到定期反映。 

能力建设纳入所有全组织国

别规划进程和指导方针，非

洲区域的粮农组织工作人员

工作能力得到一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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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修订《实地计划手册》，监测指

导方针和其他项目标准，使能力建设

在项目周期中得以主流化。 

设立新的技术合作计划报告机制，以便技术合作

计划项目完全遵循能力建设标准。 

 4.3 作为实地计划协调及绩效监测组

（TCDM）持续活动的一部分，并按照全

组织能力建设战略实施计划的设想，为项

目以及具体的能力建设指导制定指导方针

并开发工具，补充粮农组织基于结果的规

划指导方针，以便粮农组织工作人员及合

作者可以： 

 在计划和项目设计中进行能力需求 

评估； 

 了解组织和机构背景； 

 鼓励受益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项

目的设计和实施； 

 鼓励各学科间协调和内部协调的方法； 

 使用相关执行战略，最大限度地系统

利用地方专家和机构； 

 提供指导、监测、评价和退出策略，

考虑能力建设的循环性。 

开发学习模块 1、2 和 3，为行动议题中列举的

能力建设各个方面提供指导方针和工具。 

正在开发关于组织发展的学习模块 4。 

这些学习模块已经过多个粮农组织部门及部门间

工作组成员的审查，他们对学习方法的开发和调

整做出贡献。技术合作部已将经过选择的工具和

方法运用于新的《实地计划手册》和国别规划框

架指导方针。 

一项全组织能力建设学习计划已完成设计。计划

针对不同类型的粮农组织工作人员及其所需技能

和能力确定学习战略，同时提供一个为粮农组织

非洲区域办事处专门设计的学习计划。 

已开发能力建设门户网站和内网（见 1.4）。 

能力建设工具和方法已开始

得到利用，确保计划和项目

设计的准确性以及对国家背

景和形势的全面认识。 

  

 4.4 遵照国家中期优先重点框架工作组的

设想，确保全组织国别规划指导方针包括

规划共同确定的长期能力建设目标和优先

重点，发挥能力优势并缩短差距，使国家

参与者可以规划并主导其能力建设活动。 

注：国家中期优先重点框架（NMTPF）

已由国别规划框架（CPF）取代。 

在制定国别规划框架中优化对能力建设的指导，

并将其纳入国别规划框架指导方针。 

2012 年，在非洲各分区域办事处，定期提供一

份能力建设指导注释，并将注释纳入有效国别规

划学习举措。额外培训和支持正在计划中。 

针对有效能力建设方法，审查所有新的国别规划

框架。 

能力建设纳入所有全组织国

别规划进程和指导方针，非

洲区域的粮农组织工作人员

工作能力得到一定提高。 

 4.5 确保粮农组织的项目遵循项目能力建

设指导方针。 

计划及项目审查委员会（PPRC）评估显示，能

力建设已充分纳入项目设计。 

计划及项目审查委员会 2011

年度报告显示，从 2008 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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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为改进项目制定，关于

能力建设的意见呈上升趋

势。这一现象表明，为更好

地完成项目，计划及项目审

查委员会成员对能力建设的

关注和认识都在提高。 

 4.6 制定并提供指导方针，在项目和计划

设计、实施、监测和评价的所有阶段将性

别问题主流化。 

由于技术合作部的协调，项目周期指导方针及国

别规划框架指导方针已将性别问题主流化。 

正在开展相关活动，使粮农组织所有计划和项目

符合联合国性别标记系统，从而对项目进行分类

并监测项目中对性别平等的关注水平。 

按照关于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联合国全系统行

动计划（SWAP），粮农组织正在开展针对所有

工作人员的性别问题培训。 

正在编写指导注释和检查清单，以帮助了解在项

目周期各阶段如何应对性别相关问题，从而补充

项目周期以及由技术合作部制定的国别规划框架

指导方针。 

正在制定一项战略及其指导方针，以加强与性别

问题高度相关的政策和计划的执行能力。 

粮农组织正努力尝试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建立

一个性别能力建设提供者网络。 

性别问题纳入所有全组织国

别规划进程和指导方针。 

 

建议的当前效力 针对管理层回应取得的成绩 依据 评论 

如主报告中所提及，指导

方针和工具已得到开发，

但具体的实施和一项针对

实施结果的评估仍需覆盖

更广的范围。所以考虑到

实施情况，建议依然具有

相关性。 

4.1：在粮农组织，能力建设已提升为一项

核心职能，并被视为一个跨部门问题。指导

方针已完成制定并传播到所有工作人员。 

4.2：粮农组织工作人员及各成员国均可

获得支持能力建设的电子学习。 

4.3：已在各权力下放办公室采纳基于结

果的规划，有关能力建设正在进行中。 

国别规划框架（CPF）制定指导； 

已开发能力建设学习模块 1、2、3和电子学习模块; 

针对粮农组织的国别规划框架，开展有效国别规

划培训，帮助成员国制定性别平等战略政策，加

强性别问题能力建设； 

国别规划框架中性别敏感能力评估指导；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IASC）性别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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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这些内容均在国别规划框架中得到

强调。 

4.5：能力建设电子学习材料起到指导方

针作用，目前已提供并在粮农组织内外广

泛传播。 

4.6：性别问题主流化指导方针和材料已

完成制定并得到传播。 

评价提出的建议 管理层同意采取的行动 后续行动报告中管理层已采取的行动 针对计划、政策和程序 

已采取的行动结果 

建议 5 

建议粮农组织高级管理层

确保工作人员（尤其是权

力下放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和粮农组织代表）进一步

重视他们在非洲能力建设

活动中的伙伴关系。 

5.1 向工作人员传播全组织伙伴关系战

略，以及关于伙伴关系评估的指导。 

2011 年实施了全组织战略传播。 

审查粮农组织伙伴关系相关文件，访谈总部和区

域办事处工作人员并开展一次全组织范围的工作

人员发展需求评估。在此基础上，着手进行“当

前粮农组织伙伴关系构建方式分析”。 

已在粮农组织总部举办提高对伙伴关系认识研讨

班，并计划在粮农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举办同样

的研讨活动。 

启动已更新的伙伴关系互联网。 

评估与私营部门伙伴关系。 

评估与联合国系统其它机构的协作。 

正在开发工作人员技能发展计划，帮助其有效构

建伙伴关系。 

框架和手册正在编撰中 

已开展基础工作，促使粮农

组织办事处评估、创建和保

持有效的伙伴关系。 

建议的当前效力 针对管理层回应取得的成绩 依据 评论 

建议仍然有效并具有相 

关性。 

5.1：开发全组织伙伴关系战略，同时为民

间社会和私营部门伙伴关系制定相应战

略。全组织战略正等待理事会的批准。 

已完成伙伴关系培训并计划在 2012 年 9

月和 10 月继续举办类似培训。 

 起草《粮农组织全组织伙伴关系战略》 

 起草《与民间社会伙伴关系战略》 

 《粮农组织与私营部门伙伴关系战略》（暂

定大纲）－JM2011.1/4 

 由《近期行动计划》项目 12：“伙伴关系”

组织举办了“提高对伙伴关系认识研讨

应将伙伴关系视为粮农组织

能力建设举措的一部分。伙

伴关系战略将能力建设作为

重要协作领域，但实际实施方

面却未能提供足够的数据。

未来应对该领域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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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并获得国际商业领袖论坛“伙伴关系

构建计划（TPI）”支持 

 《驻罗马各机构协作指南》

（CL137/INF/10） 

 伙伴关系审查报告 

 规划发展工作人员有效构建伙伴关系的技能 

评价提出的建议 管理层同意采取的行动 后续行动报告中管理层已采取的行动 针对计划、政策和程序 

已采取的行动结果 

建议 6 

建议粮农组织工作人员进

一步重视国家能力发展，

推动政策分析和实施。 

6.1 进一步制定指导方针、交流材料和学

习解决方案，确保国家对应合作部门密切

参与在粮农组织政策项目下开展的活动，

并有机会提高分析技能，从而拓展政策学

习计划，并将这些建议纳入国别规划指导

方针。这些指导方针将反映： 

 所有政策援助项目都包括准备充分的

后续行动，并包括制定投资和运行计

划的能力建设，以便政策实施； 

 受雇于各国提供政策支持的顾问，其

职责范围说明中须包含能力建设经验

和能力； 

 应寻找各种途径，包括尽可能通过与

当地参与者的伙伴关系，支持权力下

放国家在次国家一级的能力建设。 

EASYPol 网站仍然是服务于国家政策制定者的

有效平台，提供工具、方法和案例研究。 

为安排筹划国内现有政策，在进行政策修正和分

析时，已开发的“粮食与农业政策决策分析”

（FAPDA）可以作为一种新工具用于分析阶段。 

已举办数个关于粮价波动的分区域政策咨询活

动。这些活动有利于在政策进程中开展国家利益

相关者的政策对话和能力建设。 

在非洲区域开展成员国之间关于政策实施（如化

肥补贴计划）的同行学习活动。 

政策学习计划（PLP）仍然保持优势，可以在政

策分析、制定和实施方面加强国家能力。 

为成员国提供建议和支持，包括利用如“社会经

济与环境政策影响预期分析”(ESEPIA) 等工具。 

正在讨论为技术官员和粮农组织代表制定计划 ,

旨在加强他们促进国家层面政策进程的技能。 

一些国家政策分析者小组已

经成立并对不同部门政策的

成功实施做出贡献。 

在一些国家，政策进程涉及

国内各种不同的行动者。 

由于来自不同国家的参与者可

相互学习，针对政策实施的跨

国学习已经显现出有效性。 

 6.2 进一步制定相关制度和机制，以便国

家、区域和总部工作人员能够发现和预测

新出现的政策需求。 

定 期 使 用 “ 粮 食 与 农 业 政 策 决 策 分 析 ”

（FAPDA）工具，对 80 多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数

据库进行更新。 

“农业发展援助绘图”（ADAM）系统已经上

网，成员国已在国别规划框架制定中利用该系统

记录开发费用。 

五个国家的国家伙伴目前已

能够使用“粮食与农业政策

决策分析”工具。 

已开展基础工作，为新出现的

政策需求提供更好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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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当前效力 针对管理层回应取得的成绩 依据 评论 

建议仍具相关性，但有必

要记录已使用政策工具国

家的经验。 

在制定指导和标准中，粮农组织已将能力

建设关注纳入政策工作，在国家层面组织

了大量的培训，以提高粮农组织工作人员

和国家伙伴组织工作人员的个人能力。但

是，为进一步加强机构能力，粮农组织还

需关注组织能力更广泛的各个方面并创造

有利氛围。 

粮农各区域办事处已举办培训，在区域办事处加

强规划和运行之间的联系 

Easypol和“粮食与农业政策决策分析”(FAPDA)

工具 

技术合作计划指导方针 

针对此建议正在实施的后续

行动应密切结合 2012 年《对

粮农组织在粮食和农业政策

中作用与工作评价》的建议

实施。 

评价提出的建议 管理层同意采取的行动 后续行动报告中管理层已采取的行动 针对计划、政策和程序 

已采取的行动结果 

建议 7 

建议粮农组织工作人员优

先考虑并推动成功的能力

建设举措、方法和规范化

材料的总结和传播。 

7.1 对发展伙伴（政府机构、大学和研究

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广泛记

录、展示和传播成功的案例研究。 

7.2 记录和传播粮农组织能力建设方法的

核心原则，特别是那些已经或可能由其它

机构广泛采纳的原则。 

2012 年 10 月在非洲之角举办交流分享活动，展

示能力建设的成功案例研究。 

7.2 无 

无 

 7.3 咨询利益相关者并进行实地分析，确

定农民田间学校扩大 /推广时，提高或降

低其质量的因素。 

7.4 与实施农民田间学校的其他部门和实

地项目合作，根据实地案例记录，制定有

关规划、设计、实施、监测和评价农民田间

学校的指导方针，从而加强现有的地方、

国家、区域和全球农民田间学校网络，并

确保大规模课程的高标准和可持续性。 

7.3 已启动全球农民田间学校审查过程，共涉及

15 个国家（其中 6 个非洲国家）。组织国家咨

询活动，完成国家报告并举办了由 120 人参与的

电子论坛。 

7.4 2012 年底将完成一份指导文件，描述国家层

面农民田间学校计划的质量提高动力、制度化方

式和扩大方法。 

已为权力下放办公室工作人员设计了工作人员发

展计划，帮助他们理解和应用农民田间学校概念。 

无 

建议的当前效力 针对管理层回应取得的成绩 依据 评论 

建议仍有效并具相关性。

在核查中，粮农总部和实

地工作人员都指出，应当

采取更加系统的方式记录

总结粮农组织的能力建设

7.1：已记录数个成功案例研究并在交流

分享活动和其他活动中与伙伴分享。计划

于 2012年 10月举办更多的交流分享活动。 

7.2：尚未记录整理粮农组织能力建设方

法的核心原则。 

已记录一部分经选择的成功案例研究，但系统地

记录工作尚未在所有粮农组织团队中得到采纳： 

 东部非洲分区域记录了对农民田间学校扩大

具有潜在作用的最佳做法和技术 

应加速记录和跟踪粮农组织在

国家层面开展的能力建设举

措。记录所有能力建设相关活

动并在全组织进行分享，对未

来粮农组织发挥积极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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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当然，一些良好做

法范例已获得确认（参见

依据栏）。 

7.3：不同形式的农民田间学校正得到推

广，粮农组织正尝试提高最低标准并发挥

质量控制协调作用，但由于农民田间学校

的广泛普及，这种方法并非时时有效。 

7.4：到目前为止，针对农民田间学校，

尚无规划、设计、实施、监测和评价的指

导方针。 

 中部非洲分区域记录了该地区的能力建设相

关举措 

 肯尼亚的新举措得到审查并纳入培训、交流

发展和伙伴关系 

 交流分享活动报告 

具有潜在作用。依据栏中的实

例可作为良好做法范本。 

农民田间学校是粮农组织的

工作方式，所以粮农组织有

责任根据不同的地点和形势

开发指导方针。 

评价提出的建议 管理层同意采取的行动 后续行动报告中管理层已采取的行动 针对计划、政策和程序 

已采取的行动结果 

建议 8 

建议粮农组织高级管理层

立即采取措施，改善粮农

组织能力建设材料在非洲

的发放和获取。 

8.1 制定指导方针，确保主要材料能够有

效传播。为此，要求总部各部门： 

 制定针对主要材料的交流和传播计

划，必要时侧重于非洲受众，特别包

括能力建设利益相关者； 

 联系合作伙伴网络，这将有助于传播

和发放粮农组织的材料； 

 可能时跟踪资料的发放和使用情况； 

 通过针对性发放印刷材料或数字化材

料（如光盘），克服或弥补非洲许多

地区互联网连接问题的制约。 

粮农组织出版指导方针已完成修订并在内网发

布。方针特别包括针对所有出版物的专门性营销

和发放计划的开发建议，并具体关照了硬拷贝

（作为电子传播的附加）的需求。已开发的营销

计划明确地预见到利用伙伴网络能够提高认识。

粮农组织在总部组织了相关培训，帮助工作人员

增加传播和营销方法的知识，同时计划在粮农组

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举办类似培训。 

如没有具体的发放指示，印刷请求将不再被接受。 

正在开发出版计划工具。 

已开展基础工作，以便粮农

组织技术部门能够为其出版

物制定更多高质量的发放计

划，清楚确定受众对象及有

效发放方式。 

建议的当前效力 针对管理层回应取得的成绩 依据 评论 

建议仍有效并高度相关。

出版单位应在能力建设材

料发放中发挥主要作用。 

8.1：粮农组织总部工作人员与权力下放办

公室共同协作，已完成制定出版物和材料

发放指导方针。一系列关于粮农组织出版

物市场营销的培训研讨班正在总部举办，

录制的课程已发放到各权力下放办公室。 

包括电子学习材料、光盘和硬拷贝。 粮农组织能力建设材料发放

应更具目标性。由粮农组织

出版单位支持的需求驱动方

式可作为一种能力建设跟踪

工具，监测伙伴对粮农组织

能力建设材料的使用情况。

因此，出版单位尽早参与能

力建设材料印刷及发放的规

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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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提出的建议 管理层同意采取的行动 后续行动报告中管理层已采取的行动 针对计划、政策和程序 

已采取的行动结果 

建议 9 

建议粮农组织加大对其在

非洲权力下放办公室的能

力投资，大力参与农业、

林业和渔业部门的能力建

设，并响应非洲成员国新

出现的需求。 

确保： 

9.1 作为工作计划和预算编制准备工作的

一部分，重视配置必要的人力和财力资

源，促使非洲权力下放办公室关注能力建

设问题。对于权力下放技术官员，这种做

法应包括入职介绍、培训、改进工具，使

其深入了解总部各项活动以及技术官员们

各自工作领域当前的趋势，并提供动力和

激励措施，确保他们在工作中高度重视能

力建设。 

正在进行的粮农组织变革强调了影响组织能力建

设绩效的多个问题。理事会第一四四届会议支持

加强粮农组织权力下放办公室网络的结构和运

作，以提高所有粮农组织工作在国家层面的影

响。 

权力下放办公室结构和运作

的变革。 

 9.2 与区域和地方能力建设机构更加系统

地合作，以填补差距，补充权力下放办公

室可用的专业技能。 

非洲区域办事处正开展系统的活动，以加强伙伴

关系。 

交流、伙伴关系及宣传办公室（OCP）提供一家

网站、一个框架和一份手册，帮助工作人员监

测、评估和评价伙伴关系。 

计划为粮农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和其他两个区域

办事处举办提高对伙伴关系认识的研讨班。 

计划在非洲区域办事处举办四个涉及私营部门的

农业企业高层论坛。 

无 

 9.3 在进行南南交流时谨慎选择，确保应

聘者个人资料和技能反映出对非洲背景情

况的充分了解以及拥有一些能力建设方面

的知识和经验。 

审查南南合作的原则和实施形式，以便更好地反

映合作国与受援国的愿景；进一步强调培训和能

力建设的其他方面，并以更为灵活的方式在合作

国和受援国开展能力建设活动。 

正初步规划拓展南南合作的范围，以便将非洲内

部交流纳入其中。 

无 

 9.4 谨慎挑选志愿者，确保他们的个人资料

和技能反映出对非洲背景情况的充分了解

以及拥有一些能力建设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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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当前效力 针对管理层回应取得的成绩 依据 评论 

建议仍有效并具相关性。

粮农组织能力建设举措的

影响力取决于各权力下发

办公室工作人员是否具备

知识和能力，为各成员国

提供支持。 

9.1：权力下放办公室工作人员已参加管

理、国别规划框架开发和能力建设培训；

但粮农组织仍需加强总部和实地工作人员

之间的协作，使他们以平等的工作身份，

履行各自既不相同又互为补充的职责。 

9.2：伙伴关系战略将在能力建设举措方

面为粮农组织工作人员提供帮助。 

9.3：无 

9.4：无 

 起草《粮农组织全组织伙伴关系战略》 

 起草《与民间社会伙伴关系战略》 

 《粮农组织与私营部门伙伴关系战略》（暂

定大纲）－JM2011.1/4 

 《资源筹措和管理战略》（JM2010.2/4） 

 正在部分权力下放办公室开发技术职能网络

（例如：东部非洲分区域办事处在其工作人

员与粮农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和粮农组织总

部工作人员间建立联系）。 

即将实施《对粮农组织在非

洲权力下放的评价》（2012-

2013），评价有助于对该区

域已取得的成绩进行更深入

的审查和评估。 

 

 


